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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秦岭为界，北有黄河，南有长江。长
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古老中国
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重
要的是，长江黄河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DNA）的双股结构，二者之间通过支流和山脉
发生耦合作用，形成“江河文化双联体”，具有遗
传、变异、修复、重组、连锁、交换等生物学特性，
这就有可能破解中国 5000 年文明没有断代之
谜。

古时，长江被称为大江。苏轼的《赤壁怀
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人
荡气回肠，豪情万丈。我们依赖长江，我们热爱
长江，我们敬仰长江。长江已流入我们的血液，

浸入我们的灵魂，存入我们的脑海，成为我们的
基因。

我们可以说，不知道长江的人，就不是中
国人；不了解长江的学者，就不是中国学者；不
保护长江的行为，就不是文明的行为。但是，长
江的历史太悠久了，长江的文化太厚重了，长
江的功能太强大了，长江的故事太精彩了，长
江的奥秘太艰深了！要全面揭示长江真容，实
在不容易。长江有许多其他河流不具有的独特
功能和价值，有许多长期探索尚未解决的突出
问题，有许多自古以来未能破解的秘密，因此，
需要建立专门的学问——长江学。我们把研究
长江地质地貌、历史文化、经济功能、生态保
护、全域治理等特点及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叫长
江学。它既是区域学，也是水利学；既是经济
学，也是文化学；既是地理学，也是生物学；既
是历史学，也是当代学……总之是一门交叉融
合的新学科。

长江也叫扬子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其水能
资源为世界第一。它发源于“世界屋脊”——青
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干流
经过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共11个省级行政区(八省
二市一区)，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 6300
余千米，在世界大河中，其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
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居世界第三位。长江
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位于东经 90°
33′—122°25′，北纬 24°30′—35°45′之间。数百条
支流辐辏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
广西、广东、浙江、福建 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
区。流域面积达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
总面积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大运河汇
入长江。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 4504 千
米，流域面积 100万平方公里，其中青海玉树直
门达（藏语意为“渡口”）至四川宜宾称为“金沙
江”，长3464千米；宜宾至宜昌河段称为“川江”，
长 1040 千米。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 955 千米，
流域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
938千米，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可以说，长江
就是一条金色的彩带，一面鲜艳的大旗。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长江在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军事、生态等方面的重要性极为突

出，影响深远。长江还有生物独特、水能独特、
民族独特、文化独特、形态独特、流域独特等多
方面的显著个性，需要高度关注，专门研究。当
前长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比如生物种类锐
减、泥沙淤积渐增、人口集聚加快、工业集中过
度、水体污染严重，等等。建立长江学有助于解
决这些问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
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
供学理支撑。

从中国地图上看，长江就像一条九曲的巨
龙。如果把流域形态慢慢展开，长江就是一只

“恐龙”的造型。实际上，近年在重庆云阳就发现
了大量恐龙化石，已命名三个新属新种，即普安
云阳龙、磨刀溪三峡龙、普贤峨眉龙，当地正在
建设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
馆早就闻名于世，影响很大。因此，我们除了采
取学界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如文献法、考古
法、田野法、模型法、数字法（大数据、互联网、云
计算等）等之外，还从系统论特别是从中医学的
经络穴位视角进行思考，整体把握长江的特点
和规律。从历史到现实，从时间到空间，从源头
到入海，从西部到东部，从南方到北方，横亘铺
展，纵深拓展。我们在中医思想的引导下研究了
长江流域的山脉、地脉、水脉、人脉、文脉、经脉、
主脉、切脉、动脉等多种脉络脉象，得到许多有
趣的新命题和新启示，探讨了长江的一般性与
特殊性、发展趋势和主要挑战，为保护和发展长
江提供了依据。当然，从经络穴位来思考长江，
只是一种类比和抽象，并不是真正的人体诊疗，
用的是其思想观点与方法。我们感到，长江具有

“一干多支”“土壤硬实”“水育人性”“水脉畅通”
“能源梯递”“经济逆高”等特征，因此我们必须
深入研究，科学保护，落实责任，久久为功。

我们希望通过长江学的建立和发展，积累
大江大河保护的中国经验，把长江建成世界最
美河流，在长江流域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培育中
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国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筑就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让长江成为地球的环保带、科技带、文化带、能
源带、生态带、经济带、开放带……助推长江“巨
龙”腾飞，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

（本文系《长江学》序言。）

蔡长宜诗词三首

贺新郎·同乡姐妹会

乡姐朝寒舍，别西东、金沙遗址，望
江亭榭。共忆儿时山月出，总角迷藏捉
耍。回首叹、当年农稼。抛却渔樵追学业，
步遥岑远水屏山下。克困苦，送春夏。

芳心不效卧槽马。搏鹏程、泸州重庆，
各司云驾。惟有弃儿奔塞北，欲返家邦无
暇。聚锦里、重温旧话。夕照苍松虽劲健，
惜流年仍把啼痕惹。抒块垒，任倾泻。

鹧鸪天·无缘对面不相逢

啼笑姻缘算哪门？仳离秦晋便生分。
偶逢陌路无知觉，宛若前尘未结亲。

情不殆，义难申。欲言又止枉凝神。红
绳一断云泥别，白眼难将恩德存。

早醒时分

忽惊美梦醉中吟，似听寅时窗外音。
晓幕未开鸿已发，雨声若报信将临。
遥知我思连伊思，番庆此心存彼心。
一点灵犀天日鉴，数条晨语手机寻。

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分不清楚神和仙的，管
他是神是仙，通通叫做神仙，高喊一级总比低呼
一级强，有如弄不清公职人员的职务大小，见了
都称领导一样。因而在“神”当中，最享受人间拔
高称呼的可能就是财神了，或称之为神仙，或称
之为财神爷。我想也许是人们穷怕了，或者是太
爱财，才会对财神如此钟爱。当然了，谁不爱财
呢？只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对了就是
君子，“道”不对就是小人或者罪犯。人们爱财，
人们钟爱财神，不外乎就是期望能得到财神多
多的惠赠。古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在财神
居住的地方居住应该是所有人所希望的，至少
求财神办事方便些。

财神居住的地方确实还是不一样。
财神居住的地方大气。由扎戈拉岭、恩哲括

岭、藏尼巴岭、扎戈拉岭西坡、恩哲括岭南坡、藏
尼巴岭东坡、杜柯大峡谷、则曲大峡谷、宗科峡
谷、亚尔孜柯峡谷等六岭六坡五谷组成，眺层峦
叠嶂，望草原辽阔，看雄鹰盘旋，听野鸟鸣唱，身
心怡醉。

财神居住的地方迷人。很久很久以前，勇敢
的猎人香拉东吉大战九九八十一天后降服了恶
魔，在体力耗尽、身心疲惫之际，施展最后的法
力，把冰雪化作湖泊，把岩石化作山脉，把彩虹
化作森林和草原，自己则化作了守护者，成就了
海拔三千八百米、主峰五千一百多米的阿坝著
名神山之一的香拉东吉圣山。神山之王阿尼玛
卿与海子山神女珍玛喜结良缘后，放弃美妙的
神仙生活来到人世间为大家解苦脱难，渐渐地，
山变青了，水变绿了，牛儿壮了，羊儿肥了，佛祖
也被感动了，被感动的佛祖从瑶池抛洒甘露，秀
美的海子山湖泊形成了。

修卡藏寨，又称悬天寨。修卡，意为柏树生
长的地方。寨子依山而建，三面断崖临水，高悬
天空，不寒而栗。假以时日，在财神居住的地方，
或蓝天白云间，或云雾缭绕中，越峡谷，穿河道，
翻山岭，走湿地，跨草原，甚为惬意。

号称东土大王的嘉绒绰斯甲土司的儿子
泽旺扎西爱上了美丽的贫民姑娘蓉忠斯基，不
顾家庭反对要坚决成亲。土司愤懑，于是把儿
子流放了。愤懑归愤懑，父亲就是父亲，终归放
心不下流放的儿子。依旧心疼儿子的土司悄悄
派出已出家的弟弟带上银两“偶遇”泽旺扎西。
父爱是可怜的爱，也许常常是不被理解的爱。
父爱是这样的，经常是鸭子死了嘴壳硬，一切
不满宣泄之后，把痛苦隐藏在自己心中，把爱
在暗中请人行使，子女美满了，还不一定被理
解，甚至短时间内可能还被憎恨。在叔父的帮
助下，泽旺扎西在依山靠田的地方修建起了川
西北已知年代最久、层数最多，被列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日斯满巴碉房。碉房为片石砌
墙、木质构架的典型藏式平顶建筑，共九层，从
任何角度观看都是底大上小，许多人都说那是
梯形，我则认为那是“父”字，因为印刷体以外

的父字都是底大上小。碉房从元代至今已延续
一十三代，可谓香火代传，人丁兴旺。碉楼背后
的故事，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浪漫，无许仙和
白娘子之凄美，更具真实客观之实凭。从延续
时间看，泽旺扎西除了爱情叛逆外，个人素养
和家风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财神居住的地方神秘。有各类文物一百二
十三处，国家级文物三处，川西北藏族山歌、南
木达藏戏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梵
音古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这里被
国务院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曾克寺的米
拉塔、彩塔林让你耳目一新，鱼托寺、棒托寺，规
模宏大，风格独特。觉囊文化中心坐落在开阔草
原，群山环抱，天高云淡，庙宇巍峨，读是一首
诗，看是一幅画，真有“各抱地势，盘盘焉，囷囷
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
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之感。中心包括
确尔基、藏洼和泽布基三大寺院，确尔基寺最古
老，泽布基寺最独特，藏洼寺最壮观，寺内珍藏
有元、明、清、民国时期珍贵文物千余种。游人熙
熙，梵音悠扬，高原旷兮，心境静祥。

夜幕下，呜呜的藏式长号声中，万物渐归沉
寂。皓月当空，繁星高挂，静谧之中若隐若现的
世界更觉神秘莫测。

财神居住的地方奇怪。怪就怪在财神居住
的地方是贫困县。有一首民歌唱到：

这里是财神居住的地方
财神有钱日子甜
财神不现日子酸
财神在黑夜中出走
从此我们的日子穷瘦
财神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天天都在期盼
……
真印证了那句古谣，钱贝本无主，家家盼财

神，财神原爱富，何曾临穷门？
就这么奇怪，财神居住的地方居然贫穷。穷

困的人们为了生活只好背井离乡逃离固有的家
园，带走了能够带走的一切，留下了祖祖辈辈的
情怀，剩下了无法带走的碉楼和藏寨。野人趁机
而入，似乎找到了生活的乐园。野人谷那些至今
遗留在嘉莫塘河边被风雨侵蚀的昔日民居，遗
留在大石上面野人的脚印，都在默默地向过往
的人们述说着曾经的不幸。

藏语“壤”是财神，“塘”是坝子，壤塘的意思
就是财神坝子，或财神居住的地方，又称壤巴拉
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财神居住的地方不但不
富裕，反而一直以来，贫穷似乎就是财神居住的
地方——壤塘的代名词。壤塘县隶属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大渡河上
游，位于四川西北部，东边及东北与马尔康市、
阿坝县接壤，东南与金川县毗连，西部和南部与
甘孜州色达县、炉霍县、道孚县相邻，北边靠青
海省班玛县。壤塘县贫穷主要因疾病困扰、基础

薄弱和收入低下。
大骨节病就是壤塘县以前典型的地方病。

大骨节病在孩子小的时候发病，会表现为侏儒
症，身材矮小，骨骼较大，各个关节都会发病，畸
形比较严重。年纪越小，病情越严重。青春期之
后发病，畸形不明显，但主要表现为关节肿胀，
关节内有少量积液，活动时有摩擦感觉，并伴随
疼痛，行走十分不方便。也就是说，患上大骨节
病就意味着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此病至今病因不明，也无特殊疗效。二〇〇七年
普查发现，壤塘县大骨节病发病率达到总人口
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一，百分之六十的农牧民患
有大骨节病，因病致贫情况十分突出。我想如果
财神患了此病，估计也逃离不了因病致贫的厄
运，抑或财神就是患了大骨节病才导致自己的
辖区贫穷。不斩断病贫交替的恶性循环链，财神
也要穷。为此，省卫生主管行政部门近些年来在
扶贫工作中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大骨节病
基本得到控制，从二〇〇九年至今，全省没有监
测到一例新发病例，为人们脱贫致富迎财神解
除了沉重的枷锁。

壤塘县各级干部积极投身脱贫攻坚行动
中，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亲近民意，以“功成
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担当，持续夯实基
础扶贫，积极探索产业扶贫，不断创新就业扶
贫，努力开拓劳务扶贫，抓实教育卫生扶贫，实
现十二个乡镇、六十个行政村通硬化路，农牧民
饮水难、行路难问题基本解决，初步形成“一乡
一品”生态农牧产业格局。建设以唐卡、藏医药、
藏香等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壤巴拉”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创业园，促进“文化+旅游+扶贫”深度
融合。将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作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根本之策，坚持治穷与治愚相结合，扶贫
与扶志相结合，着力解决贫困群众思想上的“贫
困”，变“输血”为“造血”，让“脱贫光荣、懒惰可
耻”思想深入人心，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不断转
变，内生动力有效激发，脱贫愿望日益强烈，一
批种植、养殖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不少

“懒汉”变为“勤快人”，很多“落后村”成为了“致
富村”。

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由二〇一四年的六千
余元增长到二〇一九年的一万余元，增幅达百
分之六十六点六，贫困发生率由百分之二十六
点六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四六，教育医疗得到保
障，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公
共服务能力全面增强。

如今的壤塘，处处展现美好新图景。曾经烟
熏火燎的火塘不见了，代之以干净整洁的厨房；
高悬头顶的吊厕不见了，代之以功能齐全的卫
生间；布满牲畜粪便的泥泞小道不见了，代之以
宽敞整洁的水泥户间道；妇女们成群结队背水
的场景不见了，代之以方便干净的自来水……

财神居住的地方，壤塘，全县整体脱贫了。
人们奔走相告，财神回来了！

登望江楼（外二首）

□ 罗道贵（成都）

望江楼上望江流，杨柳江楼一望收。
欲展涛笺嫌纸短，难书天下玉人愁。

百花潭

重楼节栉隐幽潭，四季芳菲百卉酣。
却见游人花间过，风光依旧似曾谙。

遥祭故人
中元望月倍思亲，俯首凭栏吊故人。
奠祭何须焚袱子，诚祈未必泪沾巾。

被吹来的树枝（外一首）

□ 何仁君（绵阳）

我跪在蒲团上
主持的嘴，动个不停
我已经虔诚得听不到声音
他念进一截树枝
紧靠在我身边
我突然明白
风派它来
和我，守这寺院的魂

月光

今夜，我借两亩月光
把小康之歌写在荷塘的波浪上
不描水月情
只想捞起父亲水一样的皱纹
他一生种莲的憧憬
把自己岁岁年年的火焰
将塘和他的日子
铺得喜气洋洋
月光作证
当某块枯叶，躲到脸上
他仍然和月光泼墨烟雨空濛
我曾邀父亲
在荷花正开的月色下举杯
明月在酒碗里
安排几枚闪烁的星星
我再看父亲
他安坐于一片柔软的月光
那些树，庄稼和虫鸣
在和风的指挥下
不停地朝圣

财神居住的地方脱贫了
□ 梁志（成都）

读懂母亲河
□ 李后强(成都)

廖军武诗三首

寄同窗

岁月匆匆似水流，花溪一别到深秋。
相逢莫笑无车马，进屋小心书碰头。

窗台

旭日东升送暖来，胭脂谢后桂花开。
窗台四季花开乐，朵朵娇花是我栽。

爬山

山路盘旋峭壁间，丛林笼罩阻登攀。
山泉莫笑红颜老，登上高峰敢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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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外一首）

□ 王燕（成都）

细雨微风扫暑炎，木樨花放拜银蟾。
株株碧绿垂金链，树动香飘气润甜。

栀子花

碧叶青枝未染尘，花开洁白质清纯。
端庄雅致胜脂粉，数朵移瓶馥醉人。

不容置喙，这个命题作文是深沉、庞大而
惊心的。但可惜，以我浅陋的角度而言，偏伪，
偏生，偏硬了一点。

首先，我们来拆解，“如何”是一个疑问副
词，没有问题。“过好”，“过”是动词，客观的，
不去纠结，但这个“好”字，我却有点“打脑
壳”，什么样的“好”算“好”。什么视角？评判标
准是什么？“这一生”，三个字，深沉的时间线，
黄沙一样不知掩埋了多少故事与事故。回首
或瞭望时，新的生发、变动已然产生。

再或者，从更宏大的宇宙意志来讲，人间
事，从来不是由我们说了就算。

所以，面对这一略微“夹生”的作文，我且
先让自己变成一个莽汉，“心似平原”，斗胆闯
进去，说一些心里话。

外公外婆家门口有一棵核桃树，树大，一
到春夏，枝枝蔓蔓如伞状，遮天蔽日，森森然
如诗画。盛夏天，大人们搬凉椅在树下乘凉聊
天，小孩在树下尽情玩耍。而我，永远是，躺在
外公亲手编织的藤椅上，有味地咬一本《西游
记》，偶尔树上会掉下一些毛毛的枝条在我肩
头上，这时，旁边和其他亲人聊天的妈妈会及
时把它们拈走，末了还要摸摸我的头，告诉我，
托人买的《一千零一夜》过几天就到了。想来，记
忆里的许多快乐，都是拴在核桃树上的。

那时，年纪小，光阴徘徊，只觉呆在母亲
身旁，日子明亮，风日无猜，人世是那样的深
稳静好。

后来，一场意外，一场动荡。我的日月山
川都颠倒覆灭了。妈妈不在了。面色如新，不
置一词地离开我，离开她热爱了四十九年的
人世。

此后，山河如旧，人世于我，却变得艰险
难居。当过大地主的外公，从深沉变成深潭，
更寂静，更沉默了。哺育了六个孩子的外婆，
几近哭瞎双眼，痴呆半年有余。我始终不敢相
信，母亲已经走完了她的一生，以让所有人都
彻骨悲痛的代价。

她原是明媚端然的女性，胸怀开阔似有
江山无限。无论深陷何种世事况味，永远意气
挺拔。而又深沉爱人，不仅爱她的亲人，甚而
遇上不相干的陌生人她也自然对人几分好。
她的人，就像外公院子里的核桃树，立身亭
亭，永远鲜绿。

母亲去世后，又发生了一件事。静默如深
潭的外公，有一天突然拿起砍刀，死命地砍核
桃树。七十八岁，严重的支气管炎，厚重的喘
气如老龟。他的这一行为吓坏了家里人，眼看
着树皮被砍掉，乳白色的汁液溢出来，所有人
都不敢上前。只有和母亲最亲的四姨撕心地
喊了一句：“爹啊，把树砍了大姐也回不来了。
不要砍了，以后大姐的孩子还可以吃核桃
啊。”外公听到“大姐的孩子”，颤巍巍的身体
就僵住了，砍刀从他皲裂而苍老的手上滑落。
他躬着背，一只手扶着树干，一只手反插在腰
间，眼睛呆呆地看着远方。喉咙里好似有数十
只老鼠在踩风箱，“呼呼呼”。那时的外公，除
了粗粝地喘息声，其余，再无他还活着的佐
证。果然，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外公也去了。

那一年，核桃树五十一岁，母亲在的话，
也是一样的年纪。

外婆给我讲过，她和外公婚后一直无子，
外公很着急，一个算命先生让他在房屋左侧
栽一棵核桃树。或许外公感动了老天，29 岁
那年，有了我母亲，他最疼爱的孩子。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命运的大风一刮
过，便成了一无所有，便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人间悲情，便成了外婆孤零晚景，如残照里
的风景。而我，母亲的遗孤，却仍要硬起心肠，
仍要装着不曾历经风霜，不曾受过伤害，继续
活着，继续我的一生。

呵呵。有时，忘了每个人都有一生。
每度回家，走在阡陌上，斜阳夕下，余晖

残照。人世的无常之感顿然升起。儿时的村
庄，而今处处现代气息，洋房轿车，似乎人人
安居。但我心里，却有掩盖不了的失落。家乡
青壮年早离家，各处漂泊寻找生计，鳏寡孤独
留守山水，苦捱岁月。每有垂暮的老人拉着我
的手，巴巴望着我，我的心就开始溃败，想多
为他们停留，去熨平他们的寂寞。

人世荒荒，山水或许还是那片山水，云中
烟火处却再无人家。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一
瓢水，一簞食，一个摔倒就可能告别人世的凄
凄。

外公去世后，外婆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
下，我和家里长辈协商，想暂时放下工作，回
老家照顾外婆几年。意外的是，外婆是第一个
不同意的人。“娃娃，你的心意婆婆领了。我这
一生也就快走到头了，你还有很长的路，不能
耽误你的时间啊……”

呵呵。我还有我的一生。
世事如梦，往事却并不如烟。两代生命来

过，又去了。人世是这样的不测。楞严经讲：
“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
知我身终从变灭。”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佛
陀拈花一笑的那个笑，似乎在说：人世难居，
你们要保持攀登啊…….

转眼五年，日子一茬一茬，坟上青草换了
一拨一拨。每次回家，看到那棵核桃树，明明
刀痕那么深，却依旧巍峨繁茂，一派岁月无
恙，人世端然的模样。我真想问问它：母亲和
外公，还好吗？我又该如何过好我的一生？

最后回到这个宏大而又夹生的命题上
来。

如何过好这一生？起初我还用力地想
过，但很快发现，这完全是一个混沌的伪命
题，绝无成立的可能。如果光阴流转，伪命题
也成立，那我愿望：核桃树腰上，从未有过刀
痕……

如何过好这一生
□ 六六（成都）

《长江学》 李后强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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